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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社厅唯一指定的常州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
心理咨询师、公共营养师培训、婚姻家庭咨询师

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》
心理咨询师、公共营养师培训，特邀相关专家面授，

请抓紧时间前来报名。
初级维修电工(并可考电工操作证)、中级维修电工、公共

营养师、中高级育婴师（4月20日开班）、美容师。持有就业登
记证的下岗失业人员、外省劳动者参加以上培训可减免，本省
农村户口可享受补贴。

地址：局前街 !"号四楼玻璃房 #$%室
电话：&'$()""$$%"*&+$"($!,&-!*,
网址：.//01++22234567348+ .//01++49345.:773;<=348+

常州市职业技能训练中心

创业培训-点燃你做小老板的梦想
取得《创业培训合格证》并领取营业执照可享受补贴
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，对有志创业的规定对象

进行“SYB创业培训”（或“网络创业 SYB培训”）和
“IYB创业提升”免费培训。取得《创业培训合格证》，并
领取营业执照正常经营三个月后可享受政府的一次性
创业补贴，正在报名中。
地址：局前街28号4楼412室
电话：0519-88104813，88107830
网址：http://cy.czhrss.gov.cn/

常州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

!第 !号席位" 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
有限公司
诚聘：水老板计划、送水员、配送员、带
车驾驶员、驾驶员、营销员、生产人员、
仓库保管员、市场部客服、兼职水站管
理员、区域经理、
!第 #号席位：善林（上海）金融信息
服务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
诚聘：团队经理
!第 $%号席位：常州硕登国际贸易有
限公司
诚聘：业务助理、电子商务主管
!第 $&号席位：常州市东南开发区恒
丰织造有限公司
诚聘：外贸业务员助理、外贸报关员、
卡车驾驶员
!第 $'号席位：常州天瑞表面技术有
限公司
诚聘：技服工程师、销售工程师、市场
推广员
!第 $(号席位：江苏中东化肥股份有
限公司
诚聘：人力资源、市场营销人员、总经
理秘书、营销策划、营销管理&市场
监督
!第 $)号席位：常州市百发交通设施
有限公司
诚聘：销售员
!第 &%号席位：常州市翰轩信息咨询
服务有限公司
诚聘：业务助理、销售代表、综合内勤、
售后、储干、主管助理
!第 &&号席位：上海旗计智能科技有
限公司

诚聘：银行话务专员
!第 &'号席位：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
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
诚聘：营业部经理、理财规划师
!第 &#号席位：常州山姆会员店
诚聘：鲜食主管、干货主管、仓台主管、
夜班主管、收银员、会籍销售代表、会
籍接待员、肉科刀手等
!第 &)号席位
常州豪凯机械有限公司
诚聘：自动化车间主任、生产助理、生
产管理员、售后服务人员、销售员、装
配钳工、运营部经理、运营专员、会计
!第 *%号席位：美国科蒂思维少儿英
语常州中心
诚聘：课程顾问主管、市场主管、课程
顾问、英语助教
!第 *&号席位：江苏星星干燥设备有
限公司
诚聘：技术工程师、技术人员、销售工
程师、销售人员、外贸销售员、电气工
程师
!第 *'号席位：常州洁林塑料科技有
限公司
诚聘：质量管理、区域销售、仓库管理
员、储备干部、生产班长、吹塑挤出技
工、操作工
!第 *#号席位：江苏华光粉末（集团）
有限公司
诚聘：财务总监、行政人事经理、市场
开发经理、业务员、外贸业务员、分厂
生产厂长等
!第39号席位：常州人才派遣公司
委托招聘：交通协管员、高压类电工、

特种类电工、中级电工、技术管理人
员、学徒
!第40号席位：常州人才派遣公司
委托招聘：化工操作员、常州市银行业
协会工作人员
!第 '&号席位：江苏东网信息科技有
限公司
诚聘：商务经理、商务代表、客服专员、
+,-专员、平面设计师、.,/程序员、
0&0平台客服、网站编辑
!第 ''号席位：常州英德生物科技有
限公司
诚聘：机械工程师、钳工
!第 '#号席位：江苏垂天信息技术有
限公司
诚聘：销售、电话客服、行政文员、产品
代表 、网站美工技术
!第48号席位：常州日精仪器有限
公司
诚聘：品质保证课课长
!第50号席位：江苏佳粮机械公司
!第 1$号席位：常州尚康生物科技有
限公司
诚聘：部门经理、储备干部、营销代表、
主持人、出纳及后勤
诚聘：三维制图员、钣金工
!第52号席位：德邦物流股份公司
诚聘：物流专员、物流专员
!第 1*号席位：常州吉盟机电控制系
统有限公司
诚聘：销售员、区域经理
!第 1'号席位：苏州东来气体设备安
装有限公司
诚聘：高压值班电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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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

1、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：新北区珠江中路科技园5号（原国际展览中心，市内公交B1、B13、11、18、19、36路可达）
电话：0519-86611716、86600691、86679073 传真：0519-88101107 联系人：步小姐、韩女士、耿先生
邮箱：czrcjob@163.com或c86611716@163.com（招聘启事中请不要出现表格形式）

2、常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：常州市局前街28号一楼服务大厅电话：0519-88125771联系人：蔡女士
3、“名企优才”-中高级人才交流会电话：0519-86679073邮箱：mqycjob@163.com 联系人：韩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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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近期招聘会预告

注：以上安排如有变动，以当周《常州日报》 、《常州晚报》“人力资源周刊”公告为准，详情请点击常州人才网、常州公共就业招聘服务网。

!'月 $2日（周五） 外贸、电子、物流、营销类专场招聘会（0馆）
!'月 $)日（周六）“阳光职场”33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（4馆）
!'月 $)日（周六）“名企优才”33人才交流会（0馆）
!'月 &'日（周五） 建筑、房产、营销、设计类专场招聘会（4馆）
!'月 &1日（周六） 常州市2015年民营企业大型招聘洽谈会（A馆）（公益性）
!1月 $、&日（周五5六） 因劳动节放假招聘会暂停
!1月 ) 日（周五） 营销、机械、电子、财会类专场招聘会（0馆）
!1月 6 日（周六）“才企面对面”73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（4馆）
!1月 6 日（周六）“名企优才”33人才交流会（0馆）

天宁区人力资源市场
近期招聘会信息

4月23日天宁区就业援助招聘会，即日起
即可预定，详细信息发布在常州人才网、常州毕
业生网天宁网、天宁人事劳动保障网及市场信
息栏，欢迎广大单位咨询参加！

咨询电话：""$$&&""、"%%'%#(%（传真）
联系人：于女士 陈先生
E-mail：/8:>5974?$%,@4<A

招聘地址:中吴大道 $-"*号

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4月 17日（本周五）参会单位信息

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
常州市钟楼区人力资源市场于4月17日（星期五）

举办2015年钟楼区综合性招聘会。欢迎广大求职者前
来应聘。

招聘时间：#月 $*日星期五上午 (：&&)$$：B&
招聘地点：常州市西直街 ""号（钟楼区社区建设指

导中心、怀德桥渝味川菜馆旁）
交通线路：-$-路直达 C$、C-、C-$、C-B、'$ 路等到

江南商场或怀德桥下
联系电话：&'$())"%%&&'&$
联系人：王女士、沈女士
信息查询网址：.//01++222@5>:7>D@;<=@48+

卡塔尔旅游指南!

!"#$%

&'()* +,-./0123/

45%6789: ;<=>?@%

AB*CDE9FGH%IJKL*

MNOPQR%9S<TU"VW

82XXXYZ[\8]^_<`a

b*cd&': +,-E !"!!e0

1f%ghi*jklmno*pE

qrYs4t%6Buvwxyz

9{%|}: ~=>� !" =��

�* R�+,-/01f�T%9

s��XXX��-* 01f���

�Y���* w�����Y��

���01f%��:

卡塔尔队解读!国足与卡塔尔

堪称是老对手!虽然在历史往绩中

稍占优势 !但在世预赛上 !国足对

卡塔尔队只有
!

胜
"

平
"

负的战

绩!处于绝对的劣势"

!##$

年世界

杯预选赛#

!##%

年世界杯预选赛和

&$!$

年世界杯预选赛上!国足均是

栽在了卡塔尔队身上 " 只有
&$$&

年世界杯预选赛! 国足在
!$

强赛

已经确定出线之后!才带着轻松的

心态
"

比
$

击败了卡塔尔队 " 在

&$$'

年本土亚洲杯上
!

比
$

击败

卡塔尔队后! 国足已经
!!

年不胜

对手" 当然!国足主帅佩兰曾长期

执教卡塔尔俱乐部和国奥队!对卡

塔尔足球非常了解!这也是国足的

一大利好"

东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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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丹旅游指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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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丹队解读!

!#%&

年才第一

次参加国际
(

级赛的不丹队在

足球上起步较晚!

&$$$

年不丹队

曾在亚洲杯预选赛上以
$

比
&$

负于科威特队!

&$$'

年不丹队一

度排名世界第
&$#

位!也就是全

球垫底" 今年不丹在亚洲区世预

赛第一阶段的资格赛上
!

比
$

击败斯里兰卡!这是他们世预赛

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" 对国足来

说! 不丹队的实力构不成威胁"

惟一需要注意的是不丹首都廷

布的平均海拔高达
&&&)

米 !国

足需要在身心上做好充足准备!

争取尽量多的净胜球"

中国香港旅游指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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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香港队解读!中国香港

队是国足非常熟悉的对手 !两

队最近
)

次交手国足保持全

胜! 打进
!)

球只丢
!

球" 虽然

中国香港队曾给中国足球带来

过 $

)

%

!#

惨案 &!但现在的中国

香港队已很难给中国队制造威

胁 " 虽然国足在世预赛中
*

次

对阵中国香港只有
"

胜
&

平
!

负的战绩 ! 但不胜的纪录都发

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!

&$$*

年

世预赛上国足曾与中国香港队

相遇!结果$双杀&对手!其中主

场
+

比
$

大胜 ! 只是因为计算

净胜球出现失误 ! 才最终被同

组的科威特队淘汰"

马尔代夫旅游指南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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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尔代夫队解读!

&$$&

年世

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!国足曾与

马尔代夫同组!结果米卢率队先

是在主场
!$

比
!

大胜! 之后做

客仅取得
!

比
$

的小胜!这也让

米卢在当时承受了较大的压力"

马尔代夫足球近年来有所进步!

但由业余球员组成的马尔代夫

队的实力还是有限!去年至今他

们只在正式比赛的常规时间内

击败过吉尔吉斯斯坦队" 只要国

足不轻敌!相信仍能轻松越过这

一关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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